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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通 告
陕市监通告〔2020〕9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公示 2020 年第一季度抽查

公开产品标准企业的通告

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随

机抽查工作指引的通知》 (市监标创函〔2019〕1104 号)要求，

2020 年第一季度拟对在“企业产品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上自

我声明公开的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产品执行标准随机抽取 100 家

企业进行检查（每家企业随机检查 1 项企业标准），现将抽查企业

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3 日 3 月 12 日。检查内容为：

（1）标准技术要求是否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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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标准内容是否做到技术上先进与经济上合理；

（3）标准编号和名称是否符合规定；

（4）标准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是否公开。

附件：2020 年第一季度抽查公开产品标准企业名单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3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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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0 年第一季度抽查公开产品标准企业名单

序号 企业名称 行政区划

1 陕西安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碑林区

2 陕西奥通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碑林区

3 陕西当代高效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碑林区

4 阿奎昂(西安)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高新区

5 白金制药(西安)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高新区

6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高新区

7 西仪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莲湖区

8 西安西电电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莲湖区

9 西安近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高陵县

10 中化近代环保化工(西安)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高陵县

11 布勒设备(西安)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经开区

12 陕西骊祥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临潼区

13 陕西固德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安市-未央区

14 宝鸡博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宝鸡市-高新开发区

15 宝鸡盛鼎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宝鸡市-高新开发区

16 宝鸡市星星协力生物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宝鸡市-高新开发区

17 宝鸡虢西磨棱机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宝鸡市-陈仓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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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陕西华泰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宝鸡市-陈仓区

19 宝鸡欧亚供水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宝鸡市-凤翔县

20 凤翔县郭店新民金属工艺厂 陕西省-宝鸡市-凤翔县

21 宝鸡凤友油脂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宝鸡市-扶风县

22 陕西中核大地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咸阳市-秦都区

23 咸阳宝石钢管钢绳有限公司 陕西省-咸阳市-秦都区

24 咸阳金花科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-咸阳市-秦都区

25 陕西家每瑞餐具有限公司 陕西省-咸阳市-泾阳县

26 陕西欧莱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咸阳市-泾阳县

27 陕西海林正德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咸阳市-三原县

28 淳化海越农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咸阳市-淳化县

29 礼泉史德纪丰塑料制品厂 陕西省-咸阳市-礼泉县

30 铜川科达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陕西省-铜川市-铜川新区

31 铜川市神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铜川市-铜川新区

32 铜川孙思邈养生食疗有限公司 陕西省-铜川市-铜川新区

33 陕西合生杰森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铜川市-王益区

34 铜川引航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铜川市-王益区

35 铜川瑞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铜川市-王益区

36 铜川市千金方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铜川市-耀州区

37 铜川药王问生堂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铜川市-耀州区

38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陕西省-渭南市-高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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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陕西皇牌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渭南市-高新区

40 渭南科赛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渭南市-高新区

41 陕西俄尔顿地垦农化化肥有限公司 陕西省-渭南市-大荔县

42 陕西恒田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省-渭南市-大荔县

43 陕西华安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渭南市-白水县

44 陕西方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陕西省-渭南市-澄城县

45 富平县佳香油脂有限公司 陕西省-渭南市-富平县

46 安塞益隆峰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-延安市-宝塔区

47 陕西盛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省-延安市-宝塔区

48 延安朝政泥浆有限公司 陕西省-延安市-宝塔区

49 洛川远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延安市-洛川县

50 陕西延长油田压裂材料有限公司 陕西省-延安市-延川县

51 宜川兴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延安市-宜川县

52 志丹洁能高科石油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延安市-志丹县

53 安塞华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陕西省-延安市-安塞县

54 定边县大牛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榆林市-定边县

55 定边县赛诺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榆林市-定边县

56 陕西曙农肥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榆林市-定边县

57 榆林市兴农利丹农资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省-榆林市-横山县

58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-榆林市-榆神工业园

59 靖边县西蓝天然气液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榆林市-靖边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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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 榆林市兴乐卫生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陕西省-榆林市-米脂县

61 吴堡尚古堂手工挂面有限公司 陕西省-榆林市-吴堡县

62 城固县恒业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汉中市-城固县

63 城固县西郊饲料厂 陕西省-汉中市-城固县

64 汉中双龙甘露饮品有限公司 陕西省-汉中市-城固县

65 汉中鑫丰米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汉中市-城固县

66 汉中大秦机械有限公司 陕西省-汉中市-汉台区

67 汉中汇力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汉中市-汉台区

68 汉中金太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汉中市-勉县

69 陕西汉人老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汉中市-西乡县

70 安康市天源植物提取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安康市-高新区

71 陕西安康健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安康市-高新区

72 陕西中科量微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安康市-高新区

73 安康满庭红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安康市-汉滨区

74 安康市汉滨区晶宝煤球厂 陕西省-安康市-汉滨区

75 宁陕纤纤魔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安康市-宁陕县

76 陕西省宁东林业局 陕西省-安康市-宁陕县

77 汉阴县发意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安康市-汉阴县

78 洛南县华南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省-商洛市-洛南县

79 洛南县龙升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商洛市-洛南县

80 陕西亿农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商洛市-洛南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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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陕西梓楠农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商洛市-洛南县

82 商洛秦芝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商洛市-洛南县

83 山阳县金恒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-商洛市-山阳县

84 商洛市旺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商洛市-商州区

85 商洛市华塑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省-商洛市-丹凤县

86 陕西大成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陕西省-杨凌示范区

87 陕西海容德植物激素研究所有限公司 陕西省-杨凌示范区

88 陕西嘉禾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杨凌示范区

89 陕西三八妇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-杨凌示范区

90 杨凌中瑞电气自动化节水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省-杨凌示范区

91 韩城海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韩城市

92 韩城市昌顺煤化有限公司 陕西省-韩城市

93 久芳(韩城)花椒有限公司 陕西省-韩城市

94 神东天隆集团矿山支护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神木县

95 神木和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神木县

96 陕西神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-神木县

97 泾阳恒丰塑胶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咸新区

98 西咸新区众力沥青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咸新区

99 陕西鱼助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-西咸新区

100 府谷县田丰种苗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-府谷县


